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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果六十洗．靈命成長互關顧 

本週崇拜背經：「祢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祢賜我悟性，我就活了。」（詩篇11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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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及主日學地點：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15樓 

俯伏 在祢面前 

俯伏 祢是我的主 

敬拜 得見祢榮面 獻上我的一切 

俯伏 放下主權 

俯伏 傾倒我的愛 

敬拜 與祢面對面 祢愛充滿同在 

我的心 專注於祢 

專注於祢 我的主 

我一生 單單敬拜 

單單敬拜 我的主 

（歌詞節錄：俯伏Bow Down- 讚美之泉敬拜讚

美(23)） 

弟兄姊妹，不知大家還記得周牧師在過去兩次

的封面文章中提及「跪拜、跪禱」的真理嗎？

在平日的生活中我們會有多少時間向父神禱

告，甚至是俯伏敬拜呢？「俯伏」是一個動

作，是降服的一種。降服神不是等同於「被動

地」屈服、聽天由命，也不是無奈地接受現

狀。降服的意思可以是完全相反：可以是犧牲

自己的生命，忍受痛楚，從而改變一些需要改

變的事物。降服不是膽怯、懦弱，也不表示需

要放棄理性的思維。 

「遵從」最能表現出降服的道理，聖經有不同

的例子值得我們學習；彼得整夜打魚都沒有收

穫，當主耶穌叫他再試一次時，彼得作了降服

的榜樣，說：「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

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路加福音

5:5）縱使看來不合情理，降服於神的人也會遵

從神的話去做；亞伯拉罕雖然不知道將要往哪

裡去，但仍然跟隨神的帶領；馬利亞不知道主

耶穌出生的事情會如何發生，卻願意順服神的

計劃。約瑟雖然不知「被出賣」事件為什麼會

發生，卻仍然相信神的計畫。這些人物每一位

都完全降服於神。 

說到降服的代表，相信是非主耶穌莫屬。主耶

穌在被釘死的前一晚將自己降服於神的計劃，

他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

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

意思。」（馬太福音26:39）耶穌並沒有向神禱告

說：「神呀！祢若是能將這痛苦拿去，就請這

樣做。」他肯定父神凡事都能，卻向神主動放下

一切主權，願意按父神的心意繼續行動。 

弟兄姊妹，今日我們也是需要這樣降服在父神

的面前，教會今天正面對購置新堂址或裝修的

方向問題，神如何帶領著我們呢？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當我們願意降服在神的

面前，神必定會帶領著我們，走進神的計劃

中，像主耶穌向父神禱告的內容：「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弟兄姊妹，教會不

是屬於某一個人，卻是屬於我們每一個的！求

主與我們同在。 

 周加力傳道 

遵守誡命．回應使命 目的導向．均衡發展 

救恩靈恩．雙面見證 健康成長．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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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期間，為免騷擾，務請： 

  關掉隨身物品的響鬧功能，請勿接聽 

週六崇拜程序 7月3日 

  晚堂 晚上7:00 （會前禱告6:45） 

主席：顧友三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顧友三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26 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 
    225 進入祢的同在 
    395 聖靈充滿我 
    61  祢慈愛何等寶貴 
    280 展開清晨的翅膀  
 證道 同為後嗣、同得基業 
 聖餐 55  吸引我來到主祢那裡去 
 奉獻 15  我們來到神面前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主日崇拜程序 7月4日 

第一早堂 上午8:30 （會前禱告8:15） 

主席：鄧美瓊傳道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鄧美瓊傳道  領詩：鄭玉卿姊妹 

 禱告 
 背經 
 唱詩 56  讚美之泉  
    51  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11  主神啊  
    385 我要一心稱謝祢  
    354 如鷹展翅上騰  
 證道 同為後嗣、同得基業 
 聖餐 105 我們的上帝以憐憫為懷 
 奉獻 121 知道向祢歡呼 
 禱告 
 報告 
 禱告、祝福 

第二早堂 上午10:30 （會前禱告10:15） 

主席：陳永基執事  證道：周財勝牧師 

聖餐：陳永基執事  領詩：顧友三執事 

 禱告 
 唱詩 426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225 進入祢的同在 
    395 聖靈充滿我 
    61  祢慈愛何等寶貴 
    280 展開清晨的翅膀  
 證道 同為後嗣、同得基業 
 聖餐 361 我愛耶和華 
 奉獻 48  祢以恩典 
 禱告 
 背經、報告 
 禱告、祝福 

 

證道大綱 
講題：同為後嗣、同得基業 

經文：以弗所書1:10-11, 3:5-6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

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衪

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

著衪旨意所預定的。」（弗 1:10-11）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聖

靈啟示祂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

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

同蒙應許。」（弗 3:5-6） 



 名稱 

加利利、提比哩亞 

星期一查經組 

週二禱告會 

婦女組 

比撒列 

恩典團 

少年團 

類別 

成人 

成人

會眾 

姊妹

弟兄

長者 

少年 

 日期 

 4/7(日) 

 5/7(一) 

 6/7(二) 

 8/7(四) 

 9/7(五) 

10/7(六) 

10/7(六) 

 時間 

 2:00pm 

10:00am 

 6:30pm 

10:00am 

 7:00pm 

10:30am 

 2:30pm  

地點 

小禮堂 

戶外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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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7月10日（週六） 

晚堂 

〔晚上七時正〕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曾嘉愉弟兄 

直播   鄧美瓊傳道 

7月11日（主日） 

第一早堂 

〔上午八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蘇惠蘭傳道 

聖餐   蘇惠蘭傳道 

領詩   周加力傳道 

樂器   周加力傳道 

司事   李慕平姊妹 

第二早堂 

〔上午十時半〕 

證道   陳永佳傳道 

主席   何國偉執事 

聖餐   周財勝牧師 

領詩   周加力傳道 

和唱   蔡健成弟兄 

     鄭玉卿姊妹 

結他   曾昭群執事 

     周加力傳道 

貝斯   何兆勤執事 

音響   袁漢強弟兄 

     黃安華弟兄 

放映   吳浩文弟兄 

司事   鄭嬋嬌姊妹 

聖餐襄禮 曾少英姊妹 

     張鳳珍執事 

     林啟遠弟兄 

總務   黃安華弟兄 

值日小組 提比哩亞 

     婦女組 

接待   孫美霞姊妹 

     蔡淑玲姊妹 

讀經   黃健英弟兄 

值日同工 鄧美瓊傳道 

本週讀經 
7月4日-10日 

詩篇119:153-160、以弗所書4:9-5:21 

歡迎到Facebook群組：「HKTC網上靈修」 

共享靈修讀經及分享 

小組 

團契 

禱告會 

  （一）同工消息：蘇惠蘭傳道於7月3日-8

日休假，期間的工作由其他同工代行。 

（二）崇拜安排：按最新條例，聚會的參與人數 

限制可達場地可容納的50%。崇拜安排如下： 

1. 各堂實體崇拜，不需報名。 

2. 第一早堂：恢復在新光15樓青年房舉行。 

3. 晚堂直播：停止於Facebook「HKTC網上崇拜」直

播，該群組保留供日後在特殊情況即時使用，例

如：疫情、風雨問題等。 

• 晚堂的直播改於Facebook「HKTC網上晚堂」群

組，存留至翌日之主日下午，供一些因特別情況

而不能出席崇拜的會友參加，例如：受疫情影

響、住院舍、病患、不便於行動、工作等原因。 

• 請有需要參加網上崇拜的會友聯絡教牧同工，以

便安排，並請回教會取二合一聖餐。 

4. 教會預備跪墊，於各堂崇拜的會前15分鐘禱告時

段，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使用。若可以，鼓勵大家

一同跪下禱告，專心與天父相交。 

（四）團契部活動—和諧粉彩班（第二期）：歡迎免

費報名參加，不需畫畫經驗，請於接待處登記。 

 第一班：7月11日   第二班：7月25日 

 時間：主日下午2-4時  地點：和富小禮堂 

 名額：每班6位 

 導師：馮婉君輔導 

（三）兒童主日學：7月11日（下週主日）恢復進行，

請家長帶兒童於上午10:30到新光青年房參加。 



 

教會：求主賜智慧給教會，指引清晰的方向來籌備

未來，有合適而足夠的地方聚會和發展，計劃裝修

事上明白主的心意，讓教會成為榮神益人的地方。 

學生：求主祝福學生們享受和善用暑假，保守兒童

暑期活動的預備過程，讓教會可以服事並吸引區內

的兒童接觸教會、認識愛他們的主耶穌。 

慕道者：求主繼續感動已決志信主及慕道的親友認

識主更多，在聚會中遇見主，早日受洗歸主名下。 

弟兄姊妹：（請提名為有需要的肢體和親友禱告） 

• 求主安慰和醫治在患病、情緒困擾、傷心和恐懼

的弟兄姊妹及家人。 

• 求主為需要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開路。 

比利時和台北真道教會：求主施恩，止息比利時和

台灣的疫情。祝福兩地教會的實體及網上崇拜順

利。求主保守教牧同工和會眾平安，不受感染。 

世界：求主止住各國的疫情和變種病毒的擴散。 

• 求主保守世上受苦受逼迫的子民，得主安慰。 

香港：感謝主的保守，願主的平安和拯救繼續臨

在，疫情止住、市民生活穩定、失業率下降。 

• 求主復興香港的眾教會，在這世代為主發光。 

為尋求指引禱告 

經文：「5要專心信賴上主，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6無論做甚麼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為依歸，祂就會

指示你走正路。」（箴言3:5-6‧現中修） 

禱文：慈愛的天父，祢是無所不知的神，我們誠心

求問祢的旨意，信靠祢，求祢讓教會在會址

的方向上，蒙祢的指引。主啊！祢是我們素

來等候的主，祢必看顧保守祢的教會，在我

們前頭拖帶引導，叫我們走在正路之上，祢

的心意就是教會的選擇。又讓我們得見祢的

恩惠和供應，就歡喜快樂，並將

榮耀歸予祢。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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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住 的 禱 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主日奉獻： 

什一奉獻： 

$17,713.00 

$17,660.00 

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週二晚禱告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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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下週崇拜背誦經文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以弗所書4:15） 

上週奉獻總金額：$35,373.00 

本週聖經問題 

請填上姓名及答案，手機拍下本欄，發

致門訓部ＷhatsＡpp：66088604或於接

待處索取答題紙，填寫後投入收集箱。 

姓名：__＿＿＿＿＿＿＿ 

選擇題：請在□中劃上。 

6-1. 外邦人的心是怎樣的？ 

 □ 昏昧   □ 無知 

 □ 剛硬   □ 良心喪盡 

6-2. 光明所結的果子包含甚麼？ 

 □ 良善  □ 公義  □ 誠實 

 
週六 

晚堂 

主日 

第一早堂 

主日 

第二早堂 

弟兄姊妹 26 13 50 

網上崇拜 58 - 7 

慕道/新人 1 1 4 

各堂人數 85 14 61 

上週崇拜參加總人數：１６０ 

近四週 

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李偉邦 

本週生日會友 

 5/7 林華英  10/7 曾嘉愉 

 6/7 馬昌琼       馬珠蓮 


